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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次參與中興

校長遴選而有幸獲

選，希望能以個人的「追求卓越品質

與凡事用心」的工作態度，以及公

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做事，帶領本

校在現有基礎上更上一層樓。

女文l洪俊雄教授

本刊:校長，您好，謝謝您撥空接受探訪，

興大校友每期皆有校長對校友的談

話，本期欣逢新舊校長交接，特別安

排與新任校長訪談，讓校友能有一個

機會認識新校長，所以先請校長簡單

介紹一下個人學經歷。

本刊:校長在遴選過程有提出您的辦學理

念，可否向校友們介紹一下您的主

張。

校長:個人認為校長的職責應在實踐德國哲

學家Karl Jaspers標舉的大學宗旨，

堅持知識與真理的追求，確保學術自

由。營造一個可讓教師發揮其學術研

究潛能，學生伸展其原創與創新的學

習生活環境。大學裡的研究與教學在

於建立知識的文化，彰顯真理。因而

大學的任務可分為三部分:教學、研

究、學生性格的阿養。三者密不可

分，缺一不可。教學方面大學應該延

聘優良師資，輔以獎勵誘因，提升教

學晶質，提供多元化教學方式與教

材，規劃以培養學生「兼具科學與文

化素養、有溝通與創新能力、解決問

題、以及具有國際視野、社會與生態

關懷」等核心能力為主軸的課程組

合，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自我學習的

能力與多元的關懷與視角。而在碩博

士生的教育則應該強調尖端知識的傳

授及研究技能的培養。現今高科技知

識在高等教育之比重越來越重，通識

教育也因而越來越重要，而培養能運

用並管理知識之人才，更加重要。研

究方面，一方面重視重要的文化、科

學課題，同時發展凸顯學校專長之領

塌，延攬優秀研究人才並提供獎勵機

制，加強國內外學術合作，推動整合

型跨領域及跨校之研究交流。除此之

校長:我是民國38年出生，在美國伊利諾大

學雷檳分校取得電腦科學博士學位，

然後應聘在美國西北大學電機電腦科

學系任教20年， 1998年回國擔任中

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兼所長，於200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

廿五屆院士，投入學術研究與所務行

政之餘，在台大、交大及台科大擔任

特聘講座教授，戮力於培育下一代的

教學工作。我的研究興趣為演算法設

計分析、計算幾何學、生物資訊、軟

體安全、數位圖書館，以及網際網路

解題環境等，主持圍內多頂大型計

畫，包括「多媒體生活環境的數位內

容科學」學術卓越計畫、「資通安全

研究與教學中心」資通人才培育計畫

以及「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參與建立台灣資訊數位環境為主。在

參與本校校長遴選之前，曾參與過數

次中興校務諮詢委員會議，對中興大

學豐富的研究能量留下深刻印象，尤

其對深耕農學領埸所獲致的卓越成

就，深感敬佩。然而，也為台灣學術

資源，重北輕南的失衡分配臨到惋

惜。我從事的研究領蜴為 「 演算

法 J '專用電腦來解決問題。探討問

題的困難度 、分析各種不同的解題方

法的效率， 並設計最佳的解決之道，

講求晶質與效率。這種專業訓練讓我

面對每個問題一定會從不同角度去分

析與思考，尋找問題的核心，提出不

同解法，最後找到「最佳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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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而圍內人口結構的改變，加上全球自 . 
由化的趨勢，所導致競爭型態的快速改變，

影響到更上層之各種科技研發。校內的每一

位成員，必須進一步思考，如何讓全體師生

具備應變的能力，發揮潛能，創造新知識，

進而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甚至全球之發

展。

個人在就職演說中提出積極整合在地資源，

強化本校具優勢之研究領燭，推動環境保

護、永續發展、國際化與產學合作推廣，以

「培育兼具人文與科學繁養、溝通與創新能

力、國際視野與社會關懷之菁英人才」為教

育目標，揭蠶將中興大學打造成為「台灣知

識糧倉、國際智庫」的治校願景。舉例來

說，本校在農業科學、生命科學與獸醫學院

等特色領蜴已有深厚基礎，未來將加強發展

農業生物科技、農業綠環境、人文社會、先

踹產業與精密製程的研究，加上台灣綜合大

學系統 (T4) 的能量，讓興大發展成為中台

灣領航學校。同時我們也希望能深化數位人

文與藝術多媒體內容，結合校內的理工優

勢，強化綠能科技、奈米科技等跨領埸研

究，與大台中地區的公私立大學合作，結合

工研院及中部科學園區、中興新村高等研究

圍區，一起帶動中部地區的發展，共同開發

西部綠色科技走廊，要使興大在台灣西部綠

色科技走廊，扮演關鍵的角色與知識的糧

眉。

在國際交流方面，目前本校締約姐妹校共有

128所，並與美國德拉瓦大學、巴黎國立農

學院、捷克科技大學、澳洲拉羅普大學、日

本豐田工業大學等8所國際知名大學簽訂雙

聯學制。本校也成功地將台灣農業技術推廣

至泰國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目前已與泰國

農業大學以及泰國皇家計晝基金會簽約，由

本校提供東南亞國家農業技術協助，成為東

南E農業智庫。未來本校將加強與國際名校

的合作，如 UC-Davis 、 UC-San Diego' 

UCLA等 ， 共同成立跨國研究中心，推動中

興大學成為國際一流的重要研究智庫，讀本

校的農業研究領埸進入全球五十大、工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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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壁畫車機車，

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元素我想提出

的就是服務。培育台灣社會未來的領

導者是大學教育的本質，應強調人文

價值，阿養學生品格、開發內在的天

分與潛能，並融入社會公民教育，來

就培現代的公民和高等人才。因此在

服務方面，個人期待本校以學術專業

提供學術界、台灣社會或政府施政服

務，也包含校園環境、校務行政與組

織再造等，創造優質的學習與生活環

境，做為鞏固前三項元繁的基右。以

上四個元素皆是學校之基礎，缺一不

可，應強調平衡並童發展且相輔相

成，形成學校多元價值的特色文化，

以促進優質學習與生活環境。

本刊:除了辦學理念之外，校友最關心的

還有新任校長對治理校務的看法，

麻煩校長說明，謝謝。

校長:我想先廊謝興大歷任的校長，在他

們辛苦的經營以及所有同仁的努力

下，才有今天的興大，尤其是前任

蕭介夫校長及其團隊，過去這7年來

的卓越領導與辛苦耕耘，讓興大擠

身於全國 12所頂尖大學之一。本校

以農學院起家，創校至今，培育無

數傑出人才，為圍內少數歷史悠

久、根基深厚且師資優秀的綜合型

國立大學。本校現有七大學院，其

中社管院將調整為管理學院及法政

學院，還有創新產業推廣學院，該

學院是因應國家新興產業人才之培

育之需， 由進修推廣部轉型而成

立。興大是中台灣唯一獲教育部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研究型大

學。

全世界正面臨巨大改變，氣候變遷

所導致的全球暖化，各種天然資源

瀕臨耗竭，使得人類必須改變生活



感受到學校的照顧，畢業後會懷念母校，進

而回饋母校，做到今日「你以學校為榮」

明日「學校以你為榮」

對本校同學，在這大學的黃金四年中，必須

有個生活與學習的目標。儘早勾勒您的人生

地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名言: r I 

have a dream J '我希望您們也可豪放地編

織您個人的夢，而勢力不懈地去追求、實

現。卡內基美隆大學極具聲望的電腦科學家

蘭迪鮑許(Randy Pausch)教授，在他人生的

最後一場演講「全力實現兒時夢想」裡告訴

大家， r 我們改變不了事實，只能決定自己

如何因應，我們改變不了上天發給我們的

牌，我們只能決定要怎麼打這手牌。」您今

天的「態度」可以影響您的一生。

對本校校友，誠如蕭校長所說:校友是我們

最大的資產。大家努力把向心力找回來，各

界校友能夠看到學校的發展，以學校為榮，

這是非常無價的寶藏。邱吉爾說:

r Attitude is a I ittle thing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J 今天您既然身為「中興人 J ' 

我們就一起勢力，讓中興因為有您的存在而

有所不同。我們要 Make a difference! 

最後，用我的座右銘「滿招損、謙受益」、

「學，然後知不足。」跟大家共勉，期許大

家不論在教學、求學及工作的旅程中，以謙

虛受益、勿

因傲滿受

損，培養

「讓老、讓

幼、讓賢」

的人品，並

透過知識的

追求拓展人

生視野，時

時反省知己

不是，不斷

學習與時俱

進。 因

究領城進入全球百大。讓興大不僅在

農學與生命科學領熾有國際知名度，

也在更多領熾能獲得圍內外的肯定，

例如未來提到「精密機械」、「奈米

科技」以及「數位人文」等與文化創

意相闊的領燭，就會想到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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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最後請校長談一下對校內師生以及對

校友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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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大學是一個多元價值文化之寶安落，教

學、研究和服務是老師們的職責，我

認為學術研究的工作在己，必須追求

真理，專心投入。研究學者的力量來

自「動機」與「好奇心 J '從已知之

處著手，去追究、探索廣大的未知，

並創造新知識。同時我們也必須研究

與教學並童，在教學方面，以學院為

基礎，規劃共通基礎課程，包括通識

教育，檢視各系專業領域，必修與選

修課程學分的配置，落實課程地圖的

規劃，鼓勵資深教師投入教學，對教

學卓越之教師給予肯定與獎勵。強化

教學資源中心，將教學資源網路化，

運用數位科技，提供學生自我學習機

會。除了在專業領熾有知識的創新，

我們也要重視學術界與產業界的結

合，讓學術走入社會，講求研發成果

在社會的貢獻度與影響力，落實

triple I的目標，有創新Innovation ' 

有整合 I ntegrat i on '有貢獻 Impact 。

而且我們一定要提醒自己，學生是教

育之主體，大學欲臻於頂尖，實需教

學與研究雙管並進，形塑學生品格，

厚植其思考 、創新與自我學習能力。

在「以學生為主體」的理念下，建立

跨領鐵學習平台培育跨領蜴人才，透

過多元的教學與服務學習活動培養學

生的文化素養、自我學習、溝通與獨

立思考能力，有創新並運用 know

how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在學時




